
108 年度工業安全技師學程(學分班)招訓簡章 

107.11.30 

單位名稱 東南科技大學 (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中心) 

學程名稱 工業安全技師學程(推廣教育學分班) 

報名/上課地點 東南科技大學（新北市深坑區北深路三段 152 號） 

報名專線 電話：02-8662-5837、02-8662-5838     聯絡人：林小姐  

訓練目標 一、輔導學員參加考試院舉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「工業安全技師」考試 

二、修畢相關科目至少六科及學分數合計18學分以上者，可直接參加工業 

    安全技師考試及勞工安全管理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。 

三、提升專職技能，增加職場競爭力。 

課程及學分數 人因工程 (3學分)、風險評估 (3學分)、工業安全 (3學分)、工業衛生 (3學分)、 

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(3學分)、熱力學 (3學分)。 

招訓對象資格 學歷：專科以上。 

招訓人數 每班 30 人 

預定上課時間 108 年 3 月起至 7 月底；週六、日 8：30 至 21：30 

(實際上課時數與時間視選修科目而定，課程表另行公告) 

授課師資 東南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工業安全學分班講師群 

費用 每門課程 7,500 元 / 3 學分，可選修部分科目上課。 

 

 

 

報名方式 

報名流程：網路報名→繳學費→傳真報名表件→開課當日檢驗相關文件正本 

一、網路報名：點選報名網址填入基本資料。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

C85oqKvLOA/edit           

二、繳學費：待報名人數達開課標準後，收到本中心繳費通知，再行繳交。 

三、寄報名表件：繳費後請先傳真匯款證明單以確認繳費，填寫「學員基本資料表」

連同其他應繳資料與匯款收據影本一併傳真回本校。 

四、檢驗證明文件正本：開課當日檢驗「身份證」、「最高學歷證書」、「匯款單據或繳費

記錄單」等證明文件。 

 

退費辦法 

參訓學員已繳費且為個人因素，於開訓前一日辦理退訓者；學分班依教育部 

規定退還已繳學分費百分之九十。已開訓但未達上課時數三分之一退訓者， 

退還訓練費用百分之五十；若須匯款退費者，學員須自行負擔匯款手續費（或 

於退款金額中扣除），若已逾全期訓練課程三分之一者，則不予退費。 

優待活動 參加本課程享校內免費停車。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C85oqKvLOA/edit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C85oqKvLOA/edit


108 年度工礦衛生技師學程(學分班)招訓簡章 

107.11.30 

單位名稱 東南科技大學 (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中心) 

學程名稱 工礦衛生技師學程(推廣教育學分班) 

報名/上課地點 東南科技大學（新北市深坑區北深路三段 152 號） 

報名專線 電話：02-8662-5837、02-8662-5838     聯絡人：林小姐  

訓練目標 一、輔導學員參加考試院舉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「工礦衛生技師」考試 

二、修畢相關科目至少六科及學分數合計18學分以上者，可直接參加勞工 

衛生管理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及「工礦衛生技師」考試。 

三、本學分可適用於報考物理性、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甲級技術士檢定。 

課程及學分數  作業環境測定 (3學分)、工業通風 (3學分)、工業安全 (3學分)、工業衛生 (3學分) 

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(3學分)、風險評估 (3學分)。 

招訓對象資格 學歷：專科以上。 

招訓人數 每班 30 人 

預定上課時間 108 年 3 月起至 7 月底；週六、日 8：30 至 21：30 

(實際上課時數與時間視選修科目而定，課程表另行公告) 

授課師資 東南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工業安全學分班講師群 

費用 每門課程 7,500 元 / 3 學分，可選修部分科目上課。 

 

 

 

報名方式 

報名流程：網路報名→繳學費→傳真報名表件→開課當日檢驗相關文件正本 

一、網路報名：點選報名網址填入基本資料。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

C85oqKvLOA/edit           

二、繳學費：待報名人數達開課標準後，收到本中心繳費通知，再行繳交。 

三、寄報名表件：繳費後請先傳真匯款證明單以確認繳費，填寫「學員基本資料表」

連同其他應繳資料與匯款收據影本一併傳真回本校。 

四、檢驗證明文件正本：開課當日檢驗「身份證」、「最高學歷證書」、「匯款單據或繳費

記錄單」等證明文件。 

 

退費辦法 

參訓學員已繳費且為個人因素，於開訓前一日辦理退訓者；學分班依教育部 

規定退還已繳學分費百分之九十。已開訓但未達上課時數三分之一退訓者， 

退還訓練費用百分之五十；若須匯款退費者，學員須自行負擔匯款手續費（或 

於退款金額中扣除），若已逾全期訓練課程三分之一者，則不予退費。 

優待活動 參加本課程享校內免費停車。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C85oqKvLOA/edit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C85oqKvLOA/edit


108 年度環境工程技師學程(學分班)招訓簡章 

107.11.30 

單位名稱 東南科技大學 (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中心) 

學程名稱 環境工程技師學程(推廣教育學分班) 

報名/上課地點 東南科技大學（新北市深坑區北深路三段 152 號） 

報名專線 電話：02-8662-5837、02-8662-5838     聯絡人：林小姐  

訓練目標 一、為增進參訓學員環境工程職場競爭優勢，本課程規劃環境工程技師核心課程，

提高職場競爭力及就業能力。 

二、輔導學員參加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「環境工程技師」考試。 

課程及學分數 環境微生物學 (3學分)、固體廢棄物 (3學分)、空氣污染工程 (3學分)、 

環境規劃與管理 (3學分)、污染監測與分析 (3學分)、流體力學 (3學分)、 

污水工程 (3學分)。 

招訓對象資格 學歷：專科以上。 

招訓人數 每班 30 人 

預定上課時間 108 年 3 月起至 7 月底；週六、日 8：30 至 21：30 

(實際上課時數與時間視選修科目而定，課程表另行公告) 

授課師資 東南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環境工程學分班講師群 

費用 每門課程 7,500 元 / 3 學分，可選修部分科目上課。 

 

 

 

報名方式 

報名流程：網路報名→繳學費→傳真報名表件→開課當日檢驗相關文件正本 

一、網路報名：點選報名網址填入基本資料。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

C85oqKvLOA/edit）           

二、繳學費：待報名人數達開課標準後，收到本中心繳費通知，再行繳交。 

三、寄報名表件：繳費後請先傳真匯款證明單以確認繳費，填寫「學員基本資料表」

連同其他應繳資料與匯款收據影本一併傳真回本校。 

四、檢驗證明文件正本：開課當日檢驗「身份證」、「最高學歷證書」、「匯款單據或繳費

記錄單」等證明文件。 

 

退費辦法 

參訓學員已繳費且為個人因素，於開訓前一日辦理退訓者；學分班依教育部 

規定退還已繳學分費百分之九十。已開訓但未達上課時數三分之一退訓者， 

退還訓練費用百分之五十；若須匯款退費者，學員須自行負擔匯款手續費（或 

於退款金額中扣除），若已逾全期訓練課程三分之一者，則不予退費。 

優待活動 參加本課程享校內免費停車。 

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C85oqKvLOA/edit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C85oqKvLOA/edit


108 年度消防設備師學程(學分班)招訓簡章 

107.11.30 

單位名稱 東南科技大學 (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中心) 

學程名稱 消防設備師學程 (推廣教育學分班) 

報名/上課地點 東南科技大學（新北市深坑區北深路三段 152 號） 

報名專線 電話：02-8662-5837、02-8662-5838     聯絡人：林小姐  

訓練目標 一、輔導學員參加考試院舉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「消防設備師」考試 

二、修畢相關科目至少七科及學分數合計20學分以上者。 

課程及學分數 電工學 (3學分)、自動控制 (3學分)、流體力學 (3學分)、熱力學 (3學分)、 

消防設備檢修實務 (3學分)、工業通風 (3學分)、風險危害評估 (3學分)。 

招訓對象資格 學歷：專科以上。 

招訓人數 每班 30 人 

預定上課時間 108 年 3 月起至 7 月底；週六、日 8：30 至 21：30 

(實際上課時數與時間視選修科目而定，課程表另行公告) 

授課師資 東南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工礦衛生學分班講師群 

費用 每門課程 7,500 元 / 3 學分，可選修部分科目上課。 

 

 

 

報名方式 

報名流程：網路報名→繳學費→傳真報名表件→開課當日檢驗相關文件正本 

一、網路報名：點選報名網址填入基本資料。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

C85oqKvLOA/edit           

二、繳學費：待報名人數達開課標準後，收到本中心繳費通知，再行繳交。 

三、寄報名表件：繳費後請先傳真匯款證明單以確認繳費，填寫「學員基本資料表」

連同其他應繳資料與匯款收據影本一併傳真回本校。 

四、檢驗證明文件正本：開課當日檢驗「身份證」、「最高學歷證書」、「匯款單據或繳費

記錄單」等證明文件。 

 

退費辦法 

參訓學員已繳費且為個人因素，於開訓前一日辦理退訓者；學分班依教育部 

規定退還已繳學分費百分之九十。已開訓但未達上課時數三分之一退訓者， 

退還訓練費用百分之五十；若須匯款退費者，學員須自行負擔匯款手續費（或 

於退款金額中扣除），若已逾全期訓練課程三分之一者，則不予退費。 

優待活動 參加本課程享校內免費停車。 

 

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C85oqKvLOA/edit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C85oqKvLOA/edit


108 年度冷凍空調技師學程(學分班)招訓簡章 

107.11.30 

單位名稱 東南科技大學 (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中心) 

學程名稱 冷凍空調技師學程(推廣教育學分班) 

報名/上課地點 東南科技大學（新北市深坑區北深路三段 152 號） 

報名專線 電話：02-8662-5837、02-8662-5838     聯絡人：林小姐  

訓練目標 一、為增進參訓學員綠色冷凍空調職場競爭優勢，本課程規劃將節能減碳融入 

    冷凍空調課程，提高職場競爭力及就業能力。 

二、輔導學員參加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「冷凍空調工程技師」考試。 

課程及學分數 冷凍空調原理 (3學分)、冷凍工程與設計 (3學分)、熱力學 (3學分)、 

流體力學 (3學分)、空調工程與設計(3學分)、自動控制 (3學分)。 

招訓對象資格 學歷：專科以上。 

招訓人數 每班 30 人 

預定上課時間 108 年 3 月起至 7 月底；週六、日 8：30 至 21：30 

(實際上課時數與時間視選修科目而定，課程表另行公告) 

授課師資 東南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冷凍空調學分班講師群 

費用 每門課程 7,500 元 / 3 學分，可選修部分科目上課。 

 

 

 

報名方式 

報名流程：網路報名→繳學費→傳真報名表件→開課當日檢驗相關文件正本 

一、網路報名：點選報名網址填入基本資料。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

C85oqKvLOA/edit 

二、繳學費：待報名人數達開課標準後，收到本中心繳費通知，再行繳交。 

三、寄報名表件：繳費後請先傳真匯款證明單以確認繳費，填寫「學員基本資料表」

連同其他應繳資料與匯款收據影本一併傳真回本校。 

四、檢驗證明文件正本：開課當日檢驗「身份證」、「最高學歷證書」、「匯款單據或繳費

記錄單」等證明文件。 

 

退費辦法 

參訓學員已繳費且為個人因素，於開訓前一日辦理退訓者；學分班依教育部 

規定退還已繳學分費百分之九十。已開訓但未達上課時數三分之一退訓者， 

退還訓練費用百分之五十；若須匯款退費者，學員須自行負擔匯款手續費（或 

於退款金額中扣除），若已逾全期訓練課程三分之一者，則不予退費。 

優待活動 參加本課程享校內免費停車。 

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C85oqKvLOA/edit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1FBejk4Gy-IKwrV1b6CahQW9lC4EFntyqFC85oqKvLOA/edit


報名QR code 

 


